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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8日

下午，华联公司在宝

盖科技园二楼会议

室召开2018年度“十

佳女职工”表彰会，

对在2018年度立足

本职、奋发进取、爱

岗敬业、无私奉献、

成绩显著的先进女职工进行表彰。会议由公司工

会主席谢灵水主持，公司总经理黄渊涯等出席会

议。

会上，公司副总经理赵来伟和营销副总黄锦镛

分别为获评“十佳女职工”的员工颁发荣誉证书及

奖金，并对她们表示衷心的祝贺。随后，总经理黄

渊涯发表致词。他首先代表公司及董事对所有的

女职工表示节日的问候，同时对获奖的女职工们表

示祝贺。他希望受到表彰的女职工能珍惜荣誉，戒

骄戒躁，以此作为新的起点，再接再厉，为公司的建

设和发展再立新功。他还希望广大职工能以受到

表彰的女职工为榜样，积极投身于公司的改革创新

中，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突破传统思维，推进

转型升级，提高运作质量，筑牢发展基础，为公司做

出更大的贡献。

“谢谢，我刚来公司一年就能受到公司领导的

认可，非常感谢公司给我这个荣誉，接下来我一定

加倍努力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一位女职工激动

地说道。记者了解到，华联公司自开办以来，每年

都会在基层员工中开展各种形式的评优评先活动，

以此对员工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也正是因为这

种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才吸引并留住了更多的新

老员工，跟随着华联公司一步步迈上更高的台阶。

（记者 刘晓娟 通讯员 陆娅敏）

人们常说“肤白貌美”，没错，

白皙肌肤才能撑起高颜值，美白

是每个亚洲女性一年四季的“必

修课”。人们眼中的“气质女神”

往往拥有耀白肌肤，她们站在人

群中仿佛一抹亮色，格外吸引眼

球。

3月12日，安利雅姿全新臻

透焕白系列耀白上市。在皮肤健

康研究领域有超过50年研究经验

的安利雅姿，始终坚持以尖端科

技将自然精华凝炼成具有美容效

果的产品。而这套全新升级的产

品或可满足亚洲女性的所有美白

期待。

自然精萃：
圣母百合焕白力，纯净提亮肤色
市面上的一些美白成分，虽然

有效，但容易削弱角质层，引发泛

红、痘痘等肌肤问题，甚至有些还

会含有重金属，影响肌肤健康，这

就是为什么很多敏感肌、痘痘肌不

敢轻易尝试美白产品的原因。

全新的雅姿臻透焕白系列蕴

含经纽崔莱认证的希腊圣母百合

精粹，来自自然的臻白能量，不仅

能够高效阻断黑色素运转，纯净提

亮肤色，而且更加温和、安心。

自然x科技：
由内而外唤醒透白力量

想要有效美白，抑制黑色素是

关键。除了蕴含能够阻断黑色素

运转的圣母百合复合精粹之外，雅

姿臻透焕白系列蕴含的AA2G，能

精准祛黑。此外，还采用前沿的

“卓效焕白系统”，自然与科技双重

加持，抑制黑色素生成，仿佛为肌

肤源源注入“光源”，由内而外唤醒

透白力量。

实验证明，当科研人员在装有

模拟肌肤环境的试液中滴入黑色

素催化剂，模拟肌肤黑色素生成，

在其中一支试管中加入雅姿臻透

焕白乳液后静置。随着时间流逝，

可以看到加入雅姿臻透焕白乳液

的试管内液体颜色没有明显变化，

而没有加入任何试剂的试管内的

液体变得发黄、暗沉。

同样的道理，当雅姿臻透焕白系

列作用在肌肤上时，亦能让你匀亮透

白的美丽肌肤，迎着春日尽情绽放。

高保湿配方：
唤醒你的“水光白”

市面上的美白产品大都采用

传统的美白配方，相对较为干燥，

即使有美白效果，缺少水润活力的

肌肤看上去也会显得苍白、没有气

色。

注意到这一点的雅姿在打造

全新的雅姿臻透焕白系列时，采用

了60％高保湿配方＊，一改美白

“易干”短板。

新款的雅姿臻透焕白乳液相

对于基础配方焕白乳液，在保湿力

度上有了很大的改进，质地轻柔易

推开，可以快速被肌肤吸收。在使

用过程中无需叠加保湿产品，轻薄

水润的质地能让肌肤全天候保持

滢透弹嫩。

不止白，更水润透白。雅姿臻

透焕白系列，一套赋予肌肤水润、

透亮、白皙，激发肌肤的耀白光芒，

开启属于你的“水光白”时代。

＊指与雅姿�光感焕白系列
对比，数据源自雅姿实验室

广告

本报讯 近日，神福鸿电组织开展“品味茶道文

化 展示巾帼风采”三八妇女节活动。

活动当天，在茶艺老师的引导下，该公司女职

工参加了识茶、泡茶、品茶等茶道体验活动。茶艺

老师介绍了茶的起源、茶趣、茶的药用价值等，并结

合实际讲解了茶叶的储藏、茶叶的种类以及如何挑

选茶叶等知识，重点介绍了福建武夷岩茶、铁观音、

大红袍等不同茶叶的泡制方法。随后，还现场演示

了净器、投茶、冲泡、洗茶、分茶、闻香、品茶全过程

的茶艺表演。

活动结束后，女职工们围绕“敢于担当 勇于作

为 争创标杆”主题进行座谈交流。

（记者 刘晓娟 通讯员 宋凤）

本报讯 记者从石狮市委人

才办获悉，为深入实施人才“港湾

计划”，日前，泉州市出台鼓励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引进高层次人

才、团队奖励措施，鼓励引才引智

组织与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合作开展引才业务，鼓励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来泉设立分支机构或

提供离岸服务，大力引进高层次

人才（团队），认定为泉州市引进

的高层次人才、人才团队，分别给

予引才机构一次性最高10万元、

15万元奖励。

据了解，2019年1月1日起，

为我市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

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且符合《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

例》（国务院令第 700号）有关

规定，具有营业执照、取得人力

资源服务许可证的申报。其奖

励标准为：引进对象被认定为

泉州市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按

照第一至五层次分别给予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一次性奖励10万

元、8万元、5万元、2万元、1万

元；引进团队被评审认定为泉

州市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的，

按照资助等级由高到低分别给

予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一次性奖

励15万元、10万元、5万元。团

队带头人或其他成员为泉州市

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按照“就高

不重复”的原则，或选择引进人

才申报奖励、或选择引进团队

申报奖励。引进具有突出贡献

和重大影响力的高层次人才团

队的，可根据实际采取“一事一

议”追加奖励。

本奖励常年申报，根据“引

进一人（团队）奖励一个机构”的

原则，一名泉州市引进高层次人

才（团队）只对应一个申报对

象。合作引进人才（团队）的，须

由用人单位和引进人才（团队）

协商确定后，由起决定性作用的

机构进行申报。引进时间以人

才（团队）签订聘用（劳动）合同

或申领营业执照载明时间为

准。申报奖励工作一般采取网

上申报方式，由符合条件的申报

对象，登录“泉州市高层次人才

一站式服务大厅”进行申报，并

上传相关佐证材料。申报对象

如不具备线上申报条件的，也可

采取线下申报，填写《泉州市引

进高层次人才（团队）奖励申报

表》，并将佐证材料一式三份，报

送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所在

单位纳税所在地的高层次人才

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需要提醒的是，申报对象及

其负责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

予申报：在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

执行人查询平台查询有失信记

录的；在信用中国平台查询有失

信记录的；在各级公共信用平台

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查询有失信记录的；违反《人力

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国务院令

第700号）有关规定被行政处罚

的。对符合条件的，由相关县

（市、区）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提

交市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复核。

（记者 周进文）

本报讯 记者从市染整同业公会了解到，加快

印染行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推进印染行业绿色

发展，提高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水平，适应生态文

明建设新要求，根据《印染企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

办法》有关规定，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

司决定开展符合印染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公告工作。

印染企业提出公告申请，并如实填报《印染企

业规范公告申请书》等相关材料。《申请书》应按照

《印染企业规范公告申请书填报指南》进行填报并

提供相应材料。企业必须全部满足《申请书》企业

符合规范条件情况自查表各项条件方可申报规范

公告。

企业申请材料中，涉及环保的情况提供2018年

至申报时的相关数据及材料，其他部分情况提供

2018年度相关数据及材料。 （记者 杨朝楼）

本报讯 记者从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

今年来，泉州网商虚拟产业园石狮分园区集群注册

实现“开门红”，新增集群注册个体工商户800多。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泉州网商虚拟产业园石

狮分园区成员已超8000户。

“集群注册”是针对虚拟产业园采取集群注册

方式，登记模式有别于传统的企业工商注册模式，

即多个市场主体以网商（虚拟）产业园运营公司提

供的住所作为住所登记，并由该运营公司提供住所

托管服务，组成企业集群的登记注册模式。

近年来，石狮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发展电子

商务，将发展“互联网+实体经济”作为实施创新驱

动的重要支撑，分别从网上销售和网上消费促使全

市电商企业迅速发展，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传统销售

行业逐渐转型为电商企业。集群注册可有效解决

市场主体对传统住所的依赖，有助于新兴业态的发

展。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谢玲锦）

城市�产业�人才
石狮市委组织部
石狮市委人才办

主

办

本报讯 为有效缓解我市企业

招工困难问题，营造优良营商环

境，高质量推进“创新转型、实业强

市”，近日，石狮市人力资源公共服

务中心启动外出招聘补贴及劳动

力引进奖励申报工作，符合条件单

位请将相关资料提交至石狮市人

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参加外出招聘一次性交通、食

宿费用补贴方面，对参加由省、市、

县三级政府部门或市人社部门组

织外出招聘的本市企业，给予省内

1000元（不含泉州地区）、省外

2500元的一次性交通、食宿费用

补贴。

引进劳动力奖励方面，对为

我市企业引进劳动力的各类社会

机构、个人给予每引进1人200元

的奖励，其中对所引进劳动力已

取得大中专院校、职校、技校学历

证书的，给予每引进1人400元的

奖励。享受奖励必须同时具备以

下条件：引进的劳动力必须是户

籍地在泉州市以外、在法定就业

年龄内的人员；引进的劳动力在

石狮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就业满

1个月以上（包括试用期），并签订

6个月以上期限的劳动合同；必须

是2018年12月15日以后新引进

的人员。

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引进劳动

力奖励方面，人力资源服务企业

（依法设立的从事人力资源服务

经营活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为我市用人单位从石狮市外成批

（每批10人以上）引进人力资源

的给予每引进一人400元奖励，

同一家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每年奖

励金额不超过10万元。享受奖

励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引进

的劳动力必须是户籍地在石狮市

以外、在法定就业年龄内的人员；

引进的劳动力必须与我市用人单

位签订劳动合同，稳定就业3个

月以上（包括试用期），并在劳动

用工备案系统备案；必须是2018

年12月5日以后新引进的人员。

（记者 周进文）

3月11日晚，朗姿股份发布
的2018年年报显示，2018年度朗
姿股份的营业收入为26.6亿元，
同比增长13.1%；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2.1亿元，同比增
长12.2%。

郎姿股份的报告批露，2018
年，朗姿股份主品牌“朗姿”和
“莱茵”营业收入分别实现
32.54%和24.24%的增长。值得关
注的是，朗姿股份旗下的绿色婴
童板块因受国际经济环境和韩
国国内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的
影响，于2014年收购的韩国知名
婴童上市品牌阿卡邦实现营业
收入6.61亿元，但公司合并报表
后，净利润亏损2397.23万元。

（北京商报）

泉州出台政策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引才引团队

中介引才最高可获 万元奖励

海博会宣传小分队走进华交会开展推广工作
本报讯 为继续扩大海博会

影响力，吸引更多纺织服装行业

人士关注，近日，海博会宣传小

分队走进了第29届中国华东进

出口商品交易会的现场开展宣

传推广工作。

第二十二届海峡两岸纺织

服装博览会将于4月18日~4月

20日在石狮举办。本届海博会

以“时尚石狮、魅力海丝”为主

题，展品涵盖辅料、面料、设计、

服装、纺织机械等。

华交会作为中国成交额最

高的区域性国际经贸盛会之一，

已连续举办29届，2019年总规模

达到12.65万平方米，设有服装展

区，集中展示服装面料、辅料、成

衣、饰品、配件等。

海博会宣传小分队在华交

会现场派发五千多份宣传单的

同时，还邀约服装面辅料企业参

展，大部分企业对海博会抱以极

大兴趣，表示在档期合适的条件

下会考虑前来参展。同时作为

海博会期间的重磅活动——2019

中国服装辅料大会也引起了不

少人的兴趣。此外，海博会宣传

小分队还专程走进安徽、苏州、

常州、南通、山东、厦门等服装产

业省市的企业展位，邀请他们来

石狮对接工厂和采购商品，考察

国家级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

点。众多企业表示，将安排时间

前往海博会参观考察。

此外，本届华交会还聚集了

日本、韩国、南亚等国家以及台

湾、香港等地区的企业，海博会

宣传小分队诚邀了部分有意向

纺织服装企业前来参观采购。

（记者 杨朝楼）

关注第五届“海丝”品博会

雅姿臻透焕白系列耀白上市，开启全新“水光白”时代

我市虚拟产业园
成员总数超过八千户

印染企业规范公告开始

华联公司
表彰“十佳女职工”

神福鸿电
开展妇女节活动

本报讯 3月12日~14日，在

摩肩接踵的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春季联展”上，“2019纺织未来

展”作为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

（CHIC）、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

料（春夏）博览会（intertextile）的重

要组成部分，以迎来了最强“流

量”。联盛（福建）纺织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太极石股份有限公司等两

家石狮布料同业公会会员企业连

同中国流行面料吊牌示范单位、中

国纺织户外运动联盟共同参与。

据悉，今年是“纺织未来展”作

为“展中展”在CHIC与intertextile

的二度亮相，主要由“静态展示”

和“未来讲坛”两部分内容构成。

本次活动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生产力促进部、中国纺织信息中心

主办，中国服装协会、晟荟管理咨

询（上海）有限公司支持。

创立于2018年的“纺织未来

展”始终秉持“科技�时尚�绿色”的
内核，在不断丰富延展其外在表

现形态的同时，也在不断深化其内

涵价值。据悉，该活动的目的不仅

在于汇聚以中国为目标市场的与

纺织有关的新型产品、先进设备、

前沿技术和咨询服务，整合优质供

应链资源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以

及搭建平台促进产业链合作共赢，

更在于以前瞻的视野和专业的目

光帮助和指导企业探寻发展路径，

从本质上提升产业的整体创新能

力、溢价能力、品牌竞争力和价值

链竞争力，引导产业合理统筹生

产、生活、生态空间，实现产业与

文化、环境、消费的价值链接。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林荣庚）

关注2019CHIC和国际面辅料展（春季）

石狮2家面料企业参加“2019纺织未来展”

外出招聘及劳动力引进请来申请奖补

柒牌宣布签约C罗

3月10日，柒牌时装在官方
微信账号上宣布，国际足坛超级
巨星C罗出任全新代言人。

柒牌始创于1979年，经过三
十余载发展，现已成为一家以服
饰研究、设计和制造为主、集销
售为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公司。
据柒牌相关负责人介绍，无论在
国家队还是俱乐部，C罗最钟爱
的球衣号码都是7号，而与柒牌
的携手更加印证了他与“7”的缘
分。值得关注的是，早在2004
年，C罗的前辈，葡萄牙队上一个
7号球员菲戈便成为了柒牌的代
言人。 （北京商报）

巴基斯坦
棉花产量下降6.8%

截至3月6日，由于种植面积
减少，加上劣质种子和杀虫剂的
使用等不利影响，巴基斯坦本年
度棉花产量为1047.1万包，比去
年同期下降6.80%。

分析人士认为，2018/2019年
度巴基斯坦的棉花产量预计将
是8年来的第二低。主要原因是
棉花种植面积减少，使用劣质种
子和杀虫剂造成产量低，给棉花
种植者造成严重损失。据估计，
2018~2019年，巴基斯坦900万英
亩指定用于棉花种植的土地上，
只耕种了600万英亩棉花。

（中国纺织报）

朗姿股份旗下
绿色婴童亏损2300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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